校園報

可道跨越廿五載
揚帆迎新創未來
主禮嘉賓林大輝與梁校監、園董、校董及校長合照

http://www.hodao.edu.hk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校園報
第一期 總第十八期

2016年3月
地址：元朗洪水橋洪順路11號
電話：2479 9885
網址：http://www.hodao.edu.hk
傳真：2474 7324
電郵：mail@hodao.edu.hk

目錄

2015年，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踏入二十五周年校慶，以「揚帆迎新創未來」為口號，分階段舉行連串校
慶活動。打響頭炮的分別由中文科及視覺藝術科舉辦的「校慶標語創作比賽」及「校慶標誌設計比賽」。為
讓學生發揮藝術創作天分，促進親子關係，並通過活動加深同區友校對本校的認識，還舉辦了「小學親子創
意填色比賽」。是項比賽共有13間小學參加，收回近1600份參賽作品，反應相當熱烈。

公開課（11月2日至3日）
配合校慶這個好時機，學校進行為期兩天的公開課，開放的科目有
科學、通識、中文及數學。兩天共有接近80位來自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
網絡及元朗、屯門區的老師前來觀課，並於課後互相交流切磋，分享心
得和經驗，觀課老師非常欣賞學生的表現。
綜合表演—流行音樂

校慶典禮（11月6日）

重頭戲為11月6日的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承蒙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大輝先生蒞臨主禮，與嗇
色園董事會、學校法團校董會仝人及全體師生、各界嘉賓及友好等，一同慶祝可道校慶的大日子。典禮上，
首先由幾位學生粉墨登場，擔演一齣小話劇，為典禮揭幕，隨後頒發了早前舉行的各項校慶比賽獎項，亦頒
發了教職員長期服務獎。之後進行特具意義的「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啟動儀式，台上眾嘉賓手持
彩帶，拉動巨型沙漏，同時場中兩旁的汽球亦徐徐升起，祝願可道的發展更上一層樓，場面溫馨而隆重。

開放日暨校慶聚餐（11月6日至7日）
校園每一個角落都化身為展示學習成果的大、小舞台。某些樓層開設了興趣班，停車場及操場均設有不
同學科及學會的攤位遊戲，雨天操場更安排學生為大家送上舞蹈、流行音樂、雜耍、魔術、話劇等精采演
出。此外，地下走廊的「時光隧道」展示了學校過去二十五年的珍貴照片，吸引不少老師、學生、家長及校
友駐足觀賞，緬懷一番。除了歡迎公眾人士參與，學校還邀請了區內的小學及家長到來，一同樂在其中。



編者的話 ..................................... 頁1



25周年校慶回顧 ........................ 頁1



奧夢成真 ..................................... 頁2



社區聯繫活動 ............................ 頁3



中文創作園地 ........................... 頁4

綜合表演晚會（11月20日）



英文創作園地 ............................ 頁5



步操樂團及中樂團介紹 ............ 頁6

學校於禮堂舉行的綜合表演晚會，為慶祝二十五周年的壓軸活動。當晚有流行音樂學會、合唱團、戲劇
學會、舞蹈組、雜耍隊、魔術隊、老師及家教會委員等參與演出。最後，在一片歡樂氣氛中，嘉賓、師生及
家長高唱一曲「壯志驕陽」，為晚會劃上圓滿的句號。



家教會活動 ................................. 頁7



可道畫廊 ..................................... 頁8



意見欄 ......................................... 頁8

11月7日晚上於禮堂舉行的聚餐，筵開35席，出席的嘉賓、老師及校友多達350人。除了品嘗具傳統風
味的盆菜，還播放過去二十五年的校園生活片段，讓嘉賓、老師、校友們細味當年，點滴回憶，暖在心頭。

可道二十五周年校慶的熱鬧氣氛將延續整個學年，透過連串辦得有聲有色的校慶活動，冀盼可道中學創
造更豐盛的一頁。如各位想重溫校慶活動的花絮，請用安裝了「可道智真呈境」應用程式的智能電話或平板
電腦，開啟該程式並對準附有
標誌的影像，校慶的精彩片段便可重現眼前。

編者的話
最新一期的校園報內容豐富。首先是我們的
二十五周年校慶回顧，大家通過照
喜慶盛事
片及短片可以重溫當時的活動花絮，當中會否找
到你的身影？「社區到會」及「奧夢成真」這
兩項計畫，同學及家長們可能參與其中卻沒有清
晰瞭解，今期就為大家詳細介紹前者如何推廣藝
術及科學以回饋社區，後者如何由退役的香港隊
運動員到校為同學提供系統性訓練。我校的步操
樂隊不斷壯大，今年更新增中樂隊，各位同學有
興趣參加嗎？讓我們來認識樂隊的練習情況吧！
此外，我們的學生又再一次在視覺藝術方面獲獎
了，切勿錯過可道畫廊啊！
今期我們廣泛運用了AR擴增實境應用程
式，各位家長和同學請用手機觀賞有關影像及活
動片段呢。

綜合表演—雜耍
頒發長期服務獎
校慶開幕禮

綜合表演晚會—大合唱

校慶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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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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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校獲選為「奧夢成真」計劃學校，「奧夢成真」
是由港協暨
奧委會轄下的「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成立，由退役的香港隊運動員到各
夥伴學校進行為期三年的系統性體育推廣及訓練。
本校推廣的有足球、棒球、空手道及體適能四個項目，由專業教練到校指導
學生，四位教練分別是棒球的卓莞爾女士、體適能的李偉志先生、空手道的阮兆
麟先生及足球的李圳業先生。從九月至今，教練於體育課堂進行了近200小時體
育訓練，亦協助本校校隊訓練。經此計劃，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運動，提
升個人對運動的興趣，在過程中也豐富了學生不同體育領域的專業知識。

四位 教練 與校 長及 體育 老師 於啟 動禮

下學期，是「奧夢成真」的第二階段，本校將會開辦棒球及空手道興趣班，
以發掘具潛質的學生，期望把這兩項嶄新的運動發展成為校隊體育項目。在「奧
夢成真」的計劃裡，本校校隊得到專業足球教練的指導，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不
同類型的足球賽事及活動，球技躍進，無容置疑。在體適能項目方面，專業體適
能教練於上學期為各班同學進行了體適能測試評估，亦教授學生各種鍛鍊方法及
知識。進入下學期，期望能開辦體重管理班，讓有需要同學在專業導師指導下能
重整體重，邁向健康人生。
如各位想瞭解足球隊的練習情況，請用安裝了「可道智真呈境」應用程式的
智能電話，開啟該程式並對準以下照片便可看到。

棒球興趣班

足球校隊練習
空手道興趣班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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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聯繫活動

學以致用 豐富學習經歷
回饋社區 共建和睦鄰里
社區到會服務計劃
「社區到會服務計劃」，為本校社區聯繫組的工作之一，旨在
為區內坊眾提供高質素的流動性藝術、科學及家政課程，課程有製
作馬賽克、砂樽畫、環保紮染、天然潤手霜、陶藝、芒果慕絲、楊
枝甘露等。是次計劃由本校修讀視藝科及理科的高中學生、學會成
員擔任導師，藉以推廣藝術及科學，回饋社區；同時亦為高中學生
提供一個實習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學以致用，實踐課堂所學知識。
該計劃推出以來，得到街坊市民的肯定和讚賞。

陶藝班
楊枝甘露製作班

潤手霜及砂畫製作班

老師及學生於攤位前合照
環保紮染班

元朗圍村古情新貌導賞遊
本校一向重視與區內不同群體發展友好合作的關係，建立融洽睦鄰的社區，同時亦
一同見證和推動元朗區一日千里的發展。鑑於元朗區近年急速發展，新的建設隨處可
見。同時，區內仍有不少鄉村保留了很有價值而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色，彌足珍貴。可道
中學與元朗屏山區居民協會早前合辦「元朗圍村
古情•新貌」的活動，讓學生擔任
導賞員，帶領元朗居民認識元朗圍村文物及現代建設，除了可以
身體力行服務社區之外，也可增進自己在這些方面的認識，與元
朗一同成長。

同學擔任小領隊，帶領元朗居民了解當地歷史文化

如各位想瞭解社區到會的實況，
請用安裝了「可道智真呈境」應用程
式的智能電話，開啟該程式並對準以
下照片，社區到會的活動片段便可重
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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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創作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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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渴望得到重生

我的寵物

1B 葉嘉慧

3C 黃韻清

4D 周穎彤

去年，我被學校推薦參加中文朗誦比賽。老師一直培訓我，我也很努
力每天在學校和回家練習。記得比賽那天，老師帶我乘坐巴士到元朗大
會堂參賽。在車上，我已十分緊張，到達會場後，我看見很多觀眾和評審
員，我的心跳便更快了，因為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那麼人作朗誦表演。

每一個人也會有做錯事的時候，從而也會希望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
而我就渴望有一次重新的機會。我雖然年輕，但並不代表我沒有後悔或做
錯事，有一件事令我很深刻，那一件事直至現在我也沒有原諒自己。

在我中學一年級的春季，我爸爸的朋友送了兩隻出生了只有兩個月大
的小刺蝟給我。記得當時牠們捲縮著趴在毛巾上，並用那些還沒成熟的刺
背著我熟睡，一隻的刺是杏色，而另一隻則是棕色帶白色的。雖然還沒看
到牠們的臉，但看到這兩隻糯米糍的背影，心已被溶化了。

在等待上場時，我一直都很努力背誦材，把握最後的時間練習。當我
走到台前，我開始朗誦，當我緊張時便會東張西望，還會不記得誦材。
差不多朗誦完時，我竟然不記得最後一句，我緊張極了。幸好，在場
有一個觀賽者是我的朋友，她用口形提示我那句的內容。我總算是完成了
朗誦比賽，更令我高興的是，我獲得了亞軍，為校爭光。
這次的經歷讓我明白到，凡事要好好準備，才會成功的道理。雖然
我事前已有好好練習，但我覺得還是不夠的，我應該更用心準備，放鬆
心情，才不致於在台上忘詞。我下次會更努力的，不會辜負家人和老師
的期望。

曾經有一位朋友，與她認識了三年多，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無論開
心或傷心的事情也會與她分享。但有一次我錯過了她的來電，我直至現
在也沒有再與她見面了，那一次也是她最後的來電。原來她發生了交通意
外，但她發生意外的那當天，我因趕著去公園找自己的同學而沒有接到她
家人打來的電話。因為我們經常去對方的家中一起吃飯，所以她的家人已
認識我很久了。當時我以為只是普通事，沒有立即接聽。過了三天，我感
到很奇怪。

我最好的朋友

每一天的晚上，她總會打電話給我，但連續三天我也沒有收到她的電
話，於是我打電話到她的家中。有一把失落的聲音接了電話，當時我突
然感到有不詳的預感，立即問「嘉嘉在哪？她好幾天沒找我了，發生甚
麼事？她的家人回答的一句話令我哭不出聲，停不了，甚至去到崩潰的
地步。家人說：「嘉嘉她已經去世了，她遇上交通意外，失血過多而死
的。」當時我立即跑去她的家中，了解清楚整件事。當我在聽的時候，記
起了與嘉嘉一起渡過的日子，淚已經慢慢淌下了。

我最好的朋友是關少傑，我們是同班同學。他的外表可吸引人了，他
擁有一雙迷人的眼睛，一個電光火石間就可以迷倒無數女孩。他有一張
瓜子臉，他沒有雙下巴的，長得很清秀俊朗。他也有一雙靈巧的耳朵，擁
有很強的聆聽能力，有時同學們在聊天，他也聽得見。他有一個高高的鼻
子，有時候我們還覺得他長得像「ABC」那樣俊俏呢！

如果我有接聽到嘉嘉電話，可能不會變成這樣，這一切也可能是因為
我發生。這一位朋友，一輩子可能也不能再遇見，因為唯獨她一個才可以
做我的知己，只有她能了解我的一切，並且我也沒有一位真心朋友能夠與
我分享自己的生活，她永遠也是獨一無二，沒有人能取替她。每年她的生
忌或死忌我也會去探望她，希望她不會忘記我。而且，她的死忌也是我相
識的日子的第四年，我記在心中，從沒有忘記。直至現在我也沒有原諒自
己，因為我只顧著玩，而忽略了她的電話。

1C 潘建成

他的興趣是踏自行車，因為他說過：「我喜歡乘風的感覺，自行車可
以給我這樣的感覺。」我覺得這番話很有意思。我也喜歡自由自在的感
覺，和他一樣。他也十分好動，喜歡踢足球及打乒乓球。他的體育成績是
不錯的。
說了那麼久，該說說我們為什麼能成了好朋友吧！我們能成為好朋友
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我們都不喜歡讀書，總是想逃
避學業。我們又愛一起玩遊戲機，我們常有聊不完的話題。
我很珍惜這個好朋友，因為有他在，總不愁沒話題，就不會無聊。我
希望和他友誼永固，一起升班。

若我有一個重新的機會，會選擇接她的電話，不顧任何事也會回覆
她。並且我會選擇她成為我的唯一一位朋友，其他的可以不要，只需要
她。這件事後，我明白了，有些事錯過了就是錯過，永遠也不能回頭，
後悔也沒有用。而且要珍惜身邊的朋友，能成為朋友已經是一種緣分，
人生盡量不要給自己有後悔的機會，因為沒有第二次機會。現在的我只
能渴望得到重新的機會，但這永遠不能時光倒流，令我沒有做錯事和後
悔。這件事已記在內心，希望日後不會再犯這樣的錯。最後希望每一個
人也可以擁有一次「重新」的機會，不再令自己有後悔，從而有一個美
好的「人生路」。

2D 何佩芝
「唧唧喳喳……」在森林裏面傳來了一陣陣的叫聲，原來是森林裏面
有一群雛鳥誕生。
牠們非常可愛和乖巧，在母親的照料下牠們健康地成長。母親教會牠
們如何覓食，如何生存，但是牠們還沒有飛出過這片寂寞的森林，沒有見
過外面的藍天。
有一天，一隻啄木鳥飛進了這片森林，準備給樹木醫病，見到了這群
可愛的小雛鳥，啄木鳥和雛鳥談天說笑，無意中提到了外面那片美麗的藍
天，有一隻小雛鳥非常好奇這外面的世界，但是，牠自己又飛不出去，便
整天要母親教牠如何飛出這片森林，其他的雛鳥聽到了也想飛出去看看這
個世界有多麼美妙。
母親用心地教，孩子們認真地學，終於有一天，牠們學會了這門本
領，大家都嘗試飛出這片森林，可是半途牠們就飛得沒有力氣了，有的還
一把撞到了樹上，牠們只嘗試了一次就放棄了，但是這隻好奇的小鳥並沒
有放棄，牠不斷地去嘗試，沒有氣了就停留一下，在原地上休息，迷路了
就原路返回，飛了幾十次，這次飛這邊錯了，下次就不飛這邊，並留下記
號，再飛第二處，幾十次的嘗試，就是為了到外面看看那個神奇的世界，
那片一望無際的藍天。終於，皇天不負有心鳥，牠飛出了這片森林，到外
面的世界看看。
到了外面的世界，牠看見了啄木鳥姐姐。啄木鳥姐姐問牠：「你在出
來之前，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麼危險嗎？為什麼不留在媽媽那裡？」小
鳥說：「我之前也曾害怕，不敢出來，但是我知道，我已經長大了，可以
不需要媽媽的照顧了，我知道外面會很危險，但我也要闖一闖。」

小鳥得以高飛，因為牠會成長，我們會進步和成功，因為我們也會
進步。

一件輕易做到的事

路上的行人從我身邊匆匆而過，我被撞著，推著，渾然不知晴朗的
天空何時被烏雲覆蓋，甚而下起了傾盤大雨來。冰冷的雨線打在我身
上，凍著我的神經，我才回過神來，嗯，原來在下雨。我哭不出來，天
卻替我哭了。
看著四周走避的人群，心裡湧起了一股羨慕，至少他們還知道要往哪
走，只有我不知何去何從。回家嗎？如今又餘下空洞的四面墻，沒有了母
親為我準備的家常便飯，沒有了她銀鈴般的笑聲，沒有了她瘦弱的身影，
這還是家嗎？不，不再是了。
母親躺在病床上，生命一點點地消失，看著她日漸虛弱，我卻沒能拯
救她的生命。在他最後的歲月裡也是痛苦的，一方面，我希望母親自痛苦
的深淵中解脫，另一方面，就希望她能活下去，即使只有一分一秒。每每
聽到她痛苦的低喘聲，有時哀鳴地說：「小迪，媽受不了了，我寧願死也
不願再受這種折磨！」我聽見她的絕望，抓起她枯黃的手，強忍淚水地勸
說，只求可以打消她求死的念頭。
媽媽是我世上唯一的親人，不能想像沒有她的日子如何獨活？母親哆
嗦着雙唇，卻不再談話，我心裡吶喊著：「誰能幫助我？」無人回答我，
我只能無語問蒼天！
可憐的母親沒能多撐幾天，她還是走了。我獨自收拾她的遺物，獨自
舉辦她的喪禮，也獨自地去掛念她。但我卻哭不出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4C 林晏生
我一向很討厭一年一度的陸運會，在那受到猛烈陽光考驗的觀眾席上
坐上一整天，我最高興的時刻便是能從運動場上的「監獄」逃脫的放學
時刻。我總是坐在那觀眾席上無聊地過上一整天，不過，當中也有令我最
期待的畫面，是當選手在賽場上出洋相，或是跑步時摔倒，或是標槍時失
手，或是跳遠時整個人趴在沙池內，這些都是很惹人發笑的畫面。我會盡
情地嘲笑他們，和身邊的同學一起指著他們哈哈大笑。我只有從嘲笑中找
到那天唯一的娛樂。

有一天，我去到媽媽的朋友家吃飯，我看見阿姨從門外回來，她的女
兒看到媽媽回來便問道：「媽媽，辛苦嗎？」阿姨回道：「女兒，我不辛
苦。」她女兒便跑去擁抱了阿姨，我媽媽看著，表現出羨慕的笑容，我心
想：媽媽其實也很想被我擁抱，如果我也這樣，媽媽是否會很開心呢？」
我覺得我也是媽媽的女兒，為何我和別人相差如此大呢？
現在，每當媽媽在外回來，我第一時間就奔向媽媽，給媽媽一個大大
的擁抱，媽媽瞬間流下淚來，媽媽太感動了，我為她抹去了眼淚，當時我
的淚水也湧了上來，在眼眶打轉。

經過了那次陸運會的深刻經歷，令我明白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道理。自此以後，我一定會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不再做出無禮的事，
亦不會再隨便嘲笑別人。

一個擁抱其實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以前我卻因尷尬和不好意思，
而從未擁抱過媽媽。可現在，我學會了放開自己，去擁抱媽媽。望著媽媽
那由內而發的燦爛笑容，我也感到快慰。
以前的我從不會去關心媽媽，記得有一次，媽媽在外打工，回到家我看
見媽媽很疲倦的表情，卻依然迎著笑容對著我，我卻當沒看見媽媽的疲憊。

唉！為什麼以前的我是這麼不善解人意，不懂得去盡女兒的責任？回
想以前，我真是小孩子，到現在擁抱對我來說，真的很容易了。

「這張相的色調很有感覺啊！」「對啊。」我和我的朋友坐在草地
上，討論剛剛為刺蝟所拍的照片。不知不覺，相機已多了約五十幅牠們的
照片了，心中不禁有種滿足感，「為牠們記下成長的足跡，我是個很稱職
的主人吧？」我想。
就在這充滿笑聲的討論中，我忽然察覺到我竟遺忘了牠們。
我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扔下相機，到處尋找牠們。我在朋友的
勸服下，我才嘗試冷靜下來，回想最後跟牠們拍照是在哪個位置。但我回
想的只是之前與牠們相處的情境……每天放學回家，牠們都在睡覺，但我
卻因為想牠們陪我玩而吵醒牠們。有幾次的晚上，因為我太疲累而忘了給
牠們食物和水。還有時候牠們想從籠子裡出來玩，但我在和朋友聊電話或
玩手機而沒有理會牠們……「我能原諒自己的罪疚嗎？我這樣還算是一個
稱職的主人嗎？我看著那部相機，算是什麼？」我在追問自己。同時，天
色已漸漸由藍變成橙了。
「虛驚一場，那兩個小頑皮原來躲在你的背啊。」我耳邊突然傳來這
打破了愁眉苦臉的我。我百感交集似的，不知該跟我的朋友說謝謝還是什
麼，只知道我必須銘記這次教訓，並承諾以後不會如此粗心大意。

停電的一天
6D 高夢佳
這周是我在這個學校的最後一周，下星期一，我終於可以逃離這座
「監獄」，奔往香港求學了。這個星期的每一天，我都是懷著這樣的信
念，苦苦煎熬著，等待著屬於我的「光明」。
今天也不例外。我一邊鼓勵自己：「還有三天了」，一邊睜開惺忪的
睡眼，從宿舍的床上醒來，迷迷糊糊地刷牙，洗臉，下樓，再上樓，邁進
熟悉又憎恨的教室。教室裡早已有十幾個同學精神抖擻地在晨讀，我暗自
佩服，又心生憐意
畢竟才早上七點。
對於我這樣混時間的學生而言，一天總是過得很快，吃完晚飯，我坐
在教室裏看詩集，盤算著怎麼熬過這兩節晚自習，身邊的同學一個個埋頭
題海，「兩耳不聞窗外事」，人情味對他們來說，也似乎淡得很。「想找
個聊天的人都難哦……」我嘀咕著。
老師的粉筆在黑板上寫個不停，他誇張的肢體語言彷彿在告訴我們－
這道題很重要，快認真聽。
突然，眼前一片漆黑，老師講課的聲音戛然而止，隱約還可以看到他
拿著粉筆的手懸在半空，不知所措。同學一陣哄鬧，也不知如何是好，因
為害怕，有幾個女同學甚至嚇哭了。吵鬧的黑暗中，老師突然說了一句讓
我們預料不及的話，「我們來唱歌吧！」
班上積極的男同學已經開了頭，「海闊天空，在勇敢以後，要拿執
著，將命運的鎖打破……」黑暗中，我看不清他們的臉，但是，我能聽到
他們歌聲中的執著與堅持。女同學停止了哭泣，吵鬧也漸漸歸於平靜，在
夜空中回蕩著的，只有他們一往無前的歌聲。

母親的樣子永遠也會保留在我的腦海中，永不磨滅。

就是那次，屬社的出賽同學因傷不能上場，我在社長的苦苦哀求下，
代表屬社上場比賽。「現在請參加了400米賽跑的運動員到場上準備！
400米男子丙組最後召集！」聽見宣佈後，我便萬分不願意的動身上場比
賽。由於沒有比賽的經驗，我沒做熱身運動，打算快快跑完便算。終於開
跑了，我感受到在場上親身作賽和在觀眾席上觀賽，是截然不同的感覺，
在場上比賽緊張極了！由於沒有做好熱身運動和壓力太大的關係，開跑不
久後，我就在賽道約200米的位置摔倒了。在摔倒的那刻，我感覺到比賽
十分漫長，我只期望有人來扶起我。那時，觀眾席上竟傳來了震耳欲聾的
嘲笑聲，那刻我簡直無地自容，只想找個地洞鑽下去。突然，我想到，我
曾經也是觀眾席上嘲笑選手的一員，原來我曾這麼傷害過選手的選手。被
傷害的錐心之痛，我終於感受到了。運動員為比賽付出的心血、承受的壓
力，竟換來如此無情的嘲笑，太不應該了。我心中的愧疚遠比摔倒的痛楚
大，我懷著悲痛的心情，最終完成了賽事，失落的回到觀眾席。

2D 張稀童

我把這兩隻刺蝟輕輕的放在草地上，牠們好像猶疑這簇新的草地和青
草的味道，眼神亦聚焦在遠方的界限，幾片碎光斜落在它滿是刺的背上。
我看看牠們好奇的樣子與那慢慢而又笨拙的腳步，立即拿起相機，趴在草
地上對焦著牠們。

4A 黎文迪
漫無目的地走在熙攘的街道上，耳中聽不見任何聲音，眼睛失卻了焦
距，我，就猶如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般，迷失著，飄盪著……

或許是牠的好奇心，打破了牠的恐懼心；又或許是牠的勇敢打敗了牠
的懦弱；又或許是牠的堅持打敗了牠的放棄。反正，牠就是成功了。
有時候，我們也要像小鳥一樣，明知道前面的路很漫長，很困難也要
勇敢地走下去，知難而進，一開始的失敗也不代表甚麼，正所謂「失敗乃
成功之母」。從上次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加以改良，便又踏進成功之門一
步。往往我們的好奇心可以打敗恐懼心，有時候，恐懼只是表面，因為在
恐懼背後又有一個快樂的新天地。

我愛牠們，我亦很愛攝影。就在牠們一歲生日的那天，我帶著牠們和
掛在頸的相機，和我的一位好朋友到南生圍跟牠們拍照，順便讓牠們到大
自然散散步。

回家後，我立即跟牠們好好沐浴一下，再用吹風機吹乾，餵牠們最
喜歡的食物。不久，這兩隻刺蝟飄夢香了，就像初見牠們那樣，我用手
輕輕地撫摸牠們的刺，沒有痛的感覺，很順的，因為牠們只是大了的糯
米糍……

一次欲哭無淚的經過和感受

高飛的小鳥

牠們都是雌性的，所以放在一起不會打架，因此我做了一間精緻的小
木屋給牠們，讓牠們更有安全感。每天我也定時餵牠們吃東西，牠們的胃
口已漸漸被我掌握了，而且在努力咬食物的模樣讓我百看不厭。很快的，
這兩隻刺猬已熟悉了我家的環境和生活模式；我也習慣了這兩個小頑皮的
性格和氣味。

陳老師也在唱，他給我們唱「紅日」，「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
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著你做人沒趣味……」那一刻，我忘掉了在
題海書山中埋頭苦幹的同學，我忘記了在講台上揮拆方道的老師，我見到
的，只有溫暖如春的師生情誼。
一曲唱罷，陳老師語重心長的對我們說，「孩子們，一年以後，你
們就要離開老師了，我知道你們中有些人挺討厭我的，說我給你們佈置
了太多功課；也有些同學討厭學校，說學校為名為利，培養考試機器。
你們認為你們處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其實不然。你們自己就是自己的
光，『與其詛咒黑暗，不如燃起蠟燭』。老師相信，你們依靠自己發出
的光芒，必定能帶領你們走出黑暗。」
語畢，同學皆沉默。我們只想過自己處在黑暗中，卻沒想過自己就是
拯救自己的光芒。很多時候，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於學校，成績不理想就
怪老師教得不好；於家庭，吃穿不如人就怪父母賺不到錢；於社會，遭受
一點厄運就怪社會不公。我們的確處在黑暗中，但那只是暫時的，如果我
們不做自己的掌燈人，不燃起自己這團光芒，那麼，這黑暗就是永恆的。
就像今天停電一樣，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緊握彼此的手，為彼此唱一
首歌，傳遞一份溫暖，把自己變成黑暗中的一團火焰，盡力地去燃燒，去
自我拯救，讓慌亂的心不再哭泣，讓迷途的心找到方向。
今天是我在這個學校的倒數第三天，我開始捨不得一天天逝去的時
光。但是，我親愛的朋友們啊，請你相信，無論在風雨中如晦中嗆聲大喊
有多麼難，無論在紛繁的世界裡維繫清醒有多麼難，無論在喧囂塵世中放
聲高歌有多麼難，閃念之間，你會發現，總有些東西，並不會變淡。
我想，我不用再費盡心思去尋找所謂「光明」了，因為，我已經找到
了。黑暗無邊，與你並肩。願你我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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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nderful Hong Kong tour!

Lucy – A movie that lets you fall in deep thinking
Name:Hui Name:Hui Chun Man
Genre:

Class:4D

science ﬁction, action
Luc Besson

Cast:

Scarlett Johansson, Morgan Freeman,
Chi Min-sik, Amr Waked

The movie is called Lucy, and it’s the best movie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Lucy is a ﬁlm that is a mix of science ﬁction and
action. The director of Lucy is Luc Besson, and the main cast
members are Scarlett Johansson, Morgan Freeman, Choi Minsik and Amr Waked.
The story is set in Taipei. Lucy is a student who studies
there. One day, she has to do a simple job but it changes her
life forever. She has to deliver a briefcase to Mr Jang, however
she is caught and is involved in a drug deal business. She is
forced to transfer a type of new and powerful drug, and it is
stored in her stomach! When the drug leaks inside her body,
something amazing happens – the drug unlocks the potential in
her brain and she then becomes very powerful. Lucy becomes
stronger from time to time. Nonetheless, her body will collapse
if she stops taking the drug. She wants to let Professor Samuel
Norman know the changes happening in her body and here the
story unfolds.
This film has a great cast, every actor or actress in this
movie has got various awards or has been in the film career
for more than 15 years. For example, Scarlett Johannson is
an American actress, model and singer. Her ﬁlm debut was in
North (1994). She is very talented and she has got numerous
awards like Gotham Independent Film Awards Best Ensemble
Cast and Saturn Award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In a nutshell, the actors of this film are brilliant and have
lots of experiences in acting. I love them so much, especially
Scarlett and Morgan.
The music in Lucy is wonderful too! The soundtrack was
made by a French composer Eric Serra, who composed the
famous song Golden Eye. I pretty like his music because he
usually produces pop and electronic music, and his music style
can always blend perfectly with the movies.
Finally, Luc Besson did a very good job in writing the script
and directing. He is so smart to integrat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to the movie and it successfully makes people, including me,
who fell into deep thinking of the mysterious secret behind life
and death. So, I extremely admire him for writing an amazing
script.
In conclusion, Lucy isn’t like other movies, though it has
action scenes and pop music as any other movies. You ponder
the purpose of human’s life. Undoubtedly, I would recommend
this movie to you!

Writing a letter to a friend
Name:Leung Sin Yi

Class:4D

What is your ﬁrst impression about Hong Kong?
Most people would think of shopping and eating different
dishes when talking about Hong Kong. Hong Kong people, who
are as busy as a bee, always work for a whole day long. But last
week, I found a stunning place for Hong Kong people and me.

Running time: 89 minutes
Director:

Name:Jim Man Yan

Class:2B

Last Sunday, my friend and I had an entertaining tour to
Tin Shui Wai and Yuen Long. First, we went to Hong Kong
Wetland Park as both of us enjoy watching birds and animals. I
think it is an educational attraction that we can learn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nd useful knowledge from the tour. Besides, we
also went to Lau Fau Shan, a well-known place in Yuen Long. It
is the place where we can ﬁnd different types of local seafood.
Also, we tried to ﬁsh and get some oysters on our own. I thought
it was so amazing that we have a chance to touch these sea
creatures so closely. Of course, it was the most memorable part
of the tour!
Moreover, something special happened during the tour. Tin
Shui Wai is so big that it is just like a maze! We were unable to
ﬁnd our way. Fortunately, we met two kind-hearted local people
who were familiar with the area. They showed us the way in
detail and told us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Hong Kong that I
have never heard of before. Therefore, I was so grateful that
I had this opportunity to chat with local people, and especially
glad because they were nice to us.
After this exhausting but satisfying tour, I really love the
other side of Hong Kong. In addition, Hong Kong people
took good care of me enthusiastically and they did it simply
because of kind hospitality. I appreciate them so much and I
would recommend my friends to come to see the beauty of
Hong Kong. I am sure that nobody will regret coming to this
magniﬁcent city.

A memorable shopping trip at Ladies’ market
Name:Wong Wan Ching

Class:3C

I had great memories of shopping. I am Katie. I went
to Ladies’ market with my father, Alfred. Ladies’ market in
MongKok is famous for budget clothing, accessories and
souvenirs.
Last weekend, I asked my father if Ladies’ market is a
famous local attraction. I kept on asking him questions. He
replied me patiently and brought me to the market and told me
some of his own shopping experiences.
He said that Ladies’ market has inexpensive clothes and
the hawkers there always try to sell at a higher price. When
I walk along the stalls, I saw many hawkers and customers
bargaining. Also, I saw a scene of a girl wanted to buy some
clothes but her father did not agree with that. She cried and ran
away.
I am so glad that I was able to visit Ladies’ market with my
father.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How are you? Are you busy lately? I am planning to spend
the weekend with you. Please consider my plans as below.

Secondly, we can have barbecue in Yuen Long. We can
buy some food, and go to the barbecue site by bus. The rent
costs $70 for 5 hours.
Moreover, we can go cycling in Nam Sheng Wai. We can
go there by minibus. We have to go to rent bicycles. It is $30 for
an hour.
Also, we can play badminton in Yuen Long and we can go
there by bus. The rental fee of badminton court is $100 per hour
and we need to book ahead of time.
Well, hope you like the activities!
Yours,
Kelly

Now, let me move on to talk about other teenagers at the
camp. The first classmate I met is called Bobby. He is funny
and females were attracted to him! He alway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help others because he wanted to let girls think that he was
brave. However, he always ended in failure and became a joke.
Even so, he is a nice person.
By the way, let me talk about Peter. Peter and Bobby
are totally different people. He is a man with his head full of
compassions and he never does things blindly. He is the most
capable person of being a leader. Not surprisingly, he becomes
Bobby’s best friend.
Finally, I must talk about my best friend, Sam. When you
see him, you will feel he is the last person you would talk to.
He is out of his wits most of the time. He is always lost and
confused, but I would help him as he is just like a child. I always
give him hope to try his best.
That’s all about the camp. I hope you will write back to me
soon!
Best,
Hang Yan

A feature article of a famous Hong Kong actress
Name:Fung Meizi Class:6E
My early life
I remember that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was really
colourful. I was not good at studying when I was a secondary
student. Every day after school, I just did one thing – watched
movies. I loved acting even when I was a primary student.
So, my acting life started from my primary school. I had joined
the drama club at that time. I also won some prizes during
secondary schooling. After graduation, my family strongly forced
me to study at a university. But I was really clear about what
I wanted to be. I chose to learn acting and study the drama
session in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instead.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movies
In fact, participating in movies was not an easy job. I
had to research a lot of information before I acted out the
characters. I also needed to control my mood and my thoughts.
I needed to force myself falling into my character in my daily
life. Sometimes, I really couldn’t get out of the characters. The
hardest part was the high expectation of my director. My first
movie’s director had really high expectations of me. So I got ‘NG’
many a times. I was disappointed and sad at that moment. But
when I overcame these difﬁcult times, I got the best experience
in acting. This was also the main reason that I never gave up
when I was lost.
The best part of being an actress

Hi Kitty,

First, let’s go bowling in Shatin. We can go there by MTR,
or we can go by taxi or bus. It costs $70 per hour and we can
play 4 games.

like a monkey, which is funny. He always told jokes to us and he
taught us how to change our moods. I appreciate what he has
taught us, especially the acting skills.

A wonderful Actor’s Camp
Name:Yue Hang Yan

Class:5B

Dear Sam,
Hi, I’m so sorry that I haven’t written for so long. Hope
you’re well! Look! Last week I went to a camp that my drama
club offered in Macau. It was called Top Teen Actor’s Camp. I’m
writing to tell you about the instructors and other teenagers, and
the views I saw there.
On the first day, we went straight to the local YMCA to
put away our luggage. Then, we went to Hac Sa Beach. A lot
of people had told me about the nice views with clear water. I
have taken some pictures for you too. Next, we went to Ruins
of St. Paul’s, I have heard that Ruins of St. Paul’s was a church
originally. However, it turned to ruins because of a ﬁre accident.
I have bought some postcards for you to have a look. 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dormitory I stayed at. The colour of the
outer walls was sky blue and the whole structure looks like a
hotel. Every room is designed for two people. There is a gym
room and a big swimming pool facility.
The instructor was brilliant! His name is Jim Chim Shui
Man. He is the king of drama and comedy. His face really looks

The best feeling I get from being an actress is that everyone
felt happy and relaxed after they have watched my movies. I
really enjoy acting as a funny character. It’s because that kind
of character can really bring happiness to everyone. Moreover,
being an actress gives you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try different
kinds of characters that you have never had a chance to meet in
your daily life, such as a superhero, or people who make drugs,
etc. It is really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what these kinds of
people think. Also, you can travel t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because of your job. It was a good chance to know about the
world.
My strong feeling after I won an award
In fact, I was really happy and surprised after I won the
award.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director of the film. He had
given me many opportunities to show off. I could learn a great
deal of things from him. Furthermo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parents as well.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ey could respect my
choice after I graduated from the secondary school. Because of
them,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n actress and I could do
everything I had been long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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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樂團及中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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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步操樂團及中樂團
本校步操樂團（前身為銀樂隊）成立已有20年，為五支制服團隊其中一隊，歷史悠久。一直以來，在校內大小活動
均可以欣賞到他們的演出。為了讓同學有更多觀摩交流的機會，校方又會安排同學參加校外不同的典禮（例如嗇色園95
週年紀慶開幕禮、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結業禮、香港東莞社團總會成立暨首屆會董就職典禮等）或校際音樂節的比賽，
藉以提升演奏技巧及自信心。
近年，校方銳意發展步操樂團及成立中樂團，務求發掘更多在這方面有興趣及能力的同學。藉著今期道網，我們會
全面介紹步操樂團及中樂團的成員、練習情況及比賽成績等，好讓同學和家長對這支制服團隊有更清晰的瞭解。
每天放學，只要你經過2樓或3樓，便可聽到不同演奏單位的練習，中、西樂器俱備，十分熱鬧。於去年十二月底舉
辦的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我校奪得了金獎，足見同學的堅持不懈和導師的悉心指導是有回報的。
請用安裝了「可道智真呈境」應用程式的智能電話，開啟該程式並對準右方照片，便可重溫當天比賽的片段。

步操樂團分部名單
小號

2A
3A
1C
1B

陳俊彥 2D 羅淽晴 2D 何佩芝 3C 林文欣
冼卓穎 2C 張咏瑜 2B 劉凱敏 1D 陳卓軒
張諾詩 1C 潘婉婷 1A 潘俊佑 1B 葉嘉慧
余 意

次低
音號

3C 葉倩敏 2D 張稀童 2D 鄧思思
1D 陳益昇 1A 劉培新

低音號

3C 羅肇汶

薩克管

3C 冼承亨
2C 黃寶儀

5C 黃敏希
1C 梁希彤

4D 黃雪兒
1D 何詠儀

1C 高永俊

於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獲得金獎後留影

步操樂團在財務策劃師學會結業禮上表演

2C 陳樂琦
1B 王嘉雪

薩克管練習班
敲擊樂練習班

敲擊

4B 李梓業
2C 周栢穎
1C 黃弘喆

3C 周藝雋 2C 歐鈞杰 2C 陳駿豪
2C 黃淑珍 2D 陳芯羽 2D 文苑梅
1D 黃宝林

低音號練習班

小號練習班

中樂團分部名單
笛子練習班

笛子

5C 陳思濠
2D 岑凱瑤
2D 陳偉宗

1D 曾子晴
1A 劉鴻新
2A 曾柏鴻

1D 何祖怡 2C 甘貝貝
1D 許健樂 1D 謝心恆

二胡

3D 吳詠怡 1D 譚俊曦 1D 劉駿錦
3C 黃婉婷 3D 黃江華 1D 許偉珩

3C 蕭嘉穗

古箏

3D 劉芷彥
4D 王嘉恩
2A 馮紫琪

2D 何詩嫣
2D 林敏琪
2D 黃雅雯

2C 陳寶怡
2C 潘嘉盈
3C 陳灝鑾

4D 黎佩恩
2A 譚康怡

揚琴

2C 王麒鴻
2C 歐浚灝

2D 鄧龍輝
4A 簡頌昕

2C 余穎晞 2C 林劍寧
4D 梁卓茹

木琴練習班
揚琴班學員

古箏練習班

二胡練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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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

家教會最新消息
第十屆常務委員已於2015年10月23日晚上順利誕生，經各委員互選下，職位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羅婉文女士
黃瑞娥女士、余璀妮女士

司庫

梁德英女士

秘書

呂佩錦女士

活動主任

陳潔萍女士、徐淑貞女士

聯絡主任

郭潔玲女士、江美媚女士

總務主任

胡敬慧女士

子，
新鮮美味的餃
！
成
告
功
大
終於
師到屈柏雨
本會家長及老
者們進行互
老人中心與長
上眉梢！
動，長者們喜

齊心為公益
秉承本校校訓「普濟勸善」的精神，本會積極參與
公益義務工作。在剛過去的十一至一月，本校廿多名家
長熱心參與紫荊社舉辦的「恆愛行動2015-16愛心編織活
動」，成功編織超過150條冷頸巾，贈予社會上有需要人
士，在嚴寒冬日為大眾添上溫暖。

製作餃子，
婆婆正在努力
和素餃子。
子
分別有肉餃

本會亦定期舉行探訪活動，關懷社群。一月二十三
日，本會老師聯同一眾家長組成義工團，到屈柏雨紀念老
人中心探望長者，並進行「賀年餃子」活動，教授長者包
賀年餃子，完成烹煮後更即場享用餃子，大家都樂在其
中。長者們禮尚往來，教導義工用毛巾摺成小白兔擺設，
製成品十分可愛呢！
如各位想重溫包餃子當天的情況，請用安裝了「可道
智真呈境」應用程式的手機，開啟該程式並對準以下照片
便可看到。

子當然
親手造的餃
美味！

有水準，
製成品果然具
呢！
大家都很滿足

毛巾摺成
長者們教義工用
厲害！
小白兔擺設，真

是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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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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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

6D馮慧琳作品

6B龐梓峰作品

邁進

本校視覺藝術科的同學參加
青年視覺藝術展，今年又再取得
優異的成績。當中6D馮慧琳同學
取得全港十優的傑出視藝學生大
獎，而6E陳辛夷同學取得傑出視
藝學生優異獎。6B龐梓峰、6D石
詠詩及6D莫迪麟則分別得到創作
獎，恭賀以上獲獎同學。大家一
同欣賞獲獎同學的作品吧！

薪俸

道網徵稿

6E陳辛夷作品

6D莫迪麟作品

6B龐梓峰作品

垃圾中的城市

未來人物設計

不論貧富

校園報《道網》每學年出版兩期，第十九期將於6月份出版。其中「投稿園地」現誠邀各位同學踴
躍發表作品，中、英文均可，類別、字數不限，來稿者請註明姓名和班別，方便聯絡。稿件請電郵至
mail@hodao.edu.hk，註明「校園報投稿」，截稿日期為5月20日。另外，如想取得更多本校資訊，亦可
瀏覽本校網頁：http://www.hodao.edu.hk

編輯委員會
顧問：彭惠蘭校長、鄒志文副校長
編輯：余勇威老師、徐笑珍老師、官恒珀老師、林慧琴老師、張弘宇老師、余連港老師
6D石詠詩作品

資源的渴望

